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表
示，可持续发展需要跨学科、跨部
门、跨区域的协同创新，高等教育
机构在通过教学实践和研究创新
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

澳科大将持续加强在科学、
技术、工程、环境、金融等跨学科

及前沿领域的研究，并与政府、商
界及市民密切联系，加速研究成
果转化落地；同时，积极参与粤港
澳大湾区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多措并举促进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化发展，推动大湾区后疫
情时代更具包容、低碳和韧性的
可持续发展。

相关新闻>>>

专家学者聚焦“后疫情时代的大湾区创新与展望”

以创新构建可持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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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环境研究所环境
及可持续发展学部首席发展顾问、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陆恭
蕙表示，大湾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需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和城市生物
多样性，通过在大湾区落实碳达峰
和碳中和政策，加强污染治理，推
动绿色能源应用，并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增强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
能力，进而推动创新发展。

为将碳中和目标落到实处，她表
示，在政府层面要制定指导方针和法
律法规，将政策实施到位；在高校层
面要进行教学改革，激励应用科学发
展；在行业层面要着眼长远利益，充
分利用财政资源。陆恭蕙表示尽管
粤港澳三地在政策、体制和框架上存
在差异，但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方向
上总体保持一致，她期待三地探索未
来合作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生李美琪
报道：3月27日上午，澳门科技大学22周
年校庆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暨创新工
程学院成立仪式在澳门科技大学举行。

据悉，典礼仪式以线上和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同步进行。典礼上，澳门科技
大学向许鞍华、马凯硕、杰弗里·萨克
斯、邓青云、谢志伟、韦奇立、张文宏等7
人颁发荣誉博士学位，随后举行创新工
程学院成立仪式。

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欧

阳瑜致辞表示，要实现更好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
标，需要高等教育领域的积极参与，通
过开创切合时代发展需要的育人模式，
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国际一流人才，为
大湾区建设提供动力，助力“一国两制”
事业行稳致远。

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表示，澳
科大将大湾区建设纳入了新的五年规
划，把“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工作的
重中之重。为培养新一代具有扎实的

科学基础训练且具有跨学科思维的工
程师，大学组建了全新的创新工程学
院，以促进跨学科研究，并提供一种适
应未来创新经济需要的教育。荣誉博
士代表马凯硕也表示，高等教育将在促
进大湾区与亚洲的增长和发展中发挥
关键作用，为大湾区建设作出贡献。

典礼仪式后，随即举行了“交叉学
科研究与未来高等教育论坛”，论坛围
绕未来教育发展、学科融合与专业共生
这一主旨，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

者交流在交叉学科教育上的亲身经验
和体会，尤其是如何培养多方位人才。
论坛深入讨论了交叉学科的深度融合
及其意义、生活与科技的关系及其可持
续发展、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等问题。

随着澳门科技大学创新工程学院
的建立，该校将进一步推动新材料、新
技术与产业应用的广泛融合，进一步推
动理、工、文、医、药等交叉学科教育和
研究领域的拓展，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科
技及高等教育创新发展。

澳门科技大学成立创新工程学院

为大湾区建设输送高质量人才

本 报 讯 记 者 苏 振 华 报
道：近日，珠澳重点供水保障项
目——广昌至洪湾供水系统优
化工程开始试通水。该项目将
提高珠海对澳门供水安全的保
障能力。

据了解，广昌至洪湾供水系
统优化工程在广昌泵站新建了3
台扬程42米的大功率机组，将广
昌泵站的原水通过两条直径2米
的管道输送到第四条对澳供水管
道和洪湾泵站后池，通过第四条
对澳供水管直接向澳门石排湾水
厂输入原水；通过洪湾泵站后池
可将原水输送到竹仙洞水库，保
障对澳供水第一、二、三管的原水
输配。

珠海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对澳供水公司董事长李
永海表示，该项目通水后将有效
避免此前广昌泵站原水经洪湾
泵站加压转输时，在前池易受周
边环境污染的风险，进一步提高
珠海对澳门供水的水质安全保

障，同时也可提高供水效能，实
现节能减排。

据了解，广昌至洪湾供水系
统优化工程采取顶管的方式，
跨越洪湾涌和高速公路，新建
了两根直径2米的“连通管”，并
在洪湾泵站新建了一条直径 2
米、长约690米的“超越管”，实
现“广昌泵站-洪湾泵站-石排
湾水厂”全程密闭式的原水输
配管理。

作为保障珠澳供水的民生工
程，上述项目受到广东省、珠海市
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供水部门的高
度关注。项目由珠海水控集团投
资建设，于 2019 年 12 月底启
动。工程开工以来，该集团挂图
作战、攻坚克难，克服顶管施工地
质复杂、项目施工点多面广、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压力、工期紧张等
诸多困难，按整体进度要求积极
推进各项工作，在保证澳门正常
供水的前提下，确保了项目建设
成效。

本报讯 记者张文锋报道：3月28
日下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在澳门文
化中心会议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
32届澳门艺术节及节目巡礼。记者应
邀在线参与发布会。

据悉，以“释放”为主题，第32届澳
门艺术节将于4月29日至6月2日举
行，共有18套节目、200场活动，涵盖戏
剧、舞蹈、音乐及视觉艺术等领域，以艺
术释放时代力量。

澳门艺术节一直致力于搭建国
际艺术交流平台。在全球疫情影响
下，艺术工作者将日常想象转化为创
作灵感，酝酿出更具时代力量的作
品。本届艺术节以舞台影像放映及
VR（虚拟实景）科技等呈现国际顶尖
制作，拓展观众艺术视野，提升观众
审美能力。

由著名编舞家曹诚渊编创的当代
舞蹈剧场《我本楚狂人》将为本届艺术
节开幕。舞剧以唐朝著名诗人李白的
诗歌为创作文本，将诗、舞、乐融为一
体，展现一个迷人的古典山水花月之
境。闭幕之夜，则由香港著名艺人汪明
荃与澳门中乐团携手合作，演唱多首经
典金曲。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希腊团队合
力打造的话剧《厄勒克特拉》将是“重头
戏”。该剧是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

斯的经典剧作，讲述一个关于复仇与
正义的故事。剧本由罗彤翻译，罗家
三代人均从事古希腊文学、戏剧的翻
译和研究，该剧被誉“有望展示原著原
味与精髓”。

颇具看点的演出，还有舞蹈《小
珂》，由中国舞者小珂与法国编舞家
杰罗姆、贝尔联合创作，作品展示过
去40年以来中国舞蹈和文化的演变；
话剧《我是月亮》，由新生代导演丁一
滕执导、青年剧作家朱宜创作，以月球
上的陨痕为意象、城巿人的寂寥为连
结，在月夜下诉说6段独立而关联的
故事；新海派京剧《新龙门客栈》改编
自同名电影，由上海京剧院梅派大青
衣史依弘分饰两角，以传统戏曲美学
重新演绎故事，并在创新中大胆突破
传统。

澳门艺术节历来秉持推动本地艺
术发展的宗旨，构筑展示与交流平
台。本届艺术节也将展示澳门本地艺
团多项演出：足迹团队的《嘉路士一
世》以嘉路士一世船坞为创作起点，带
来没有演员，只有灯光、声响和空间装
置的演出，引领观众在历史轨迹上展
开想象，追寻未来；形体剧场《消失的
身影》结合石头公社导演莫倩婷投身
建造业的所见所闻，探讨现今社会女
性劳动力等主题；电影《玫瑰骑士》改

编自施特劳斯同名歌剧，首映于1920
年代，澳门乐团将以此经典作现场演
奏，展现一段谐趣幽默的爱情故事；澳
门土生土语话剧团话剧《同船一心》，
讲述豪华客轮上的故事，体现澳门多
元文化并存的城市特质。

本届艺术节的重头展览“臆象——
粤港澳当代水墨艺术谱系（2000–2022）”
展，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和广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澳门艺术
博物馆及广东美术馆共同筹办。该展

览以水墨“自出胸臆”的艺术特质，呼应
本届艺术节主题“释放”，展出来自粤港
澳地区逾50位艺术家、约80件／套作
品，同时梳理近20年来粤港澳当代水
墨艺术的发展概况。

发布会上，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相
关发言人表示，该局一直严谨按照卫生
部门相关防疫指引，对艺文活动作出妥
善安排。

据悉，澳门艺术节门票将于4月3
日10时于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

本报讯 记者王晓君 实习
生杨薇报道：今年3月28日是第
27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主题是“家校社同发力，守
护中小学生安全”。横琴粤澳深
度合作区的学校近日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广泛开展各类
安全教育主题活动，结合平日里
对孩子们的安全教育，帮助中小
学生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为孩子
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3月23日上午，首都师范大
学横琴子期实验中学全校师生通
力协作，顺利完成了防疫应急演
练。此次疫情应急演练，让孩子
们学会在面对突发疫情下，如何
安全冷静地行动。在演练期间，

该校卫生副校长等专业人士进行
了全程具体且专业的指导。演练
结束后，学校表示将进一步规范
防疫流程，努力消除防疫隐患，守
护师生校园安全。

“我们幼儿园每个月都有不
同的安全教育内容，没有集中
在特定日子做。”横琴中心幼儿
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个月幼
儿园都会结合不同主题开展与
安全教育相关的活动。“考虑到
疫情防控的要求，今天我们没
有开展相关活动，但对防疫的
普及最近一直在做，上周五班
会课才进行了禁毒和防止传染
病的教育。”横琴一小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横琴各学校开展安全教育主题活动

平安校园记于心
防疫演练践于行

《我本楚狂人》剧照。 资料图片

广昌至洪湾供水系统优化工程
成功试通水
将提高珠海对澳门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洪湾泵站实现全程密闭式原水输配管理。 通讯员 卢建华 摄

琴澳·新拍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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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横琴子期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室外自由玩耍。
本报记者 曾遥 摄

以艺术释放时代力量
第32届澳门艺术节4月29日开幕

3月28日，“构建可持续
未来：后疫情时代的大湾区
创新与展望”论坛在澳门举
行，此次论坛以线上和线下
相结合的形式同步进行。

据悉，本次论坛为澳门科
技大学22周年校庆系列活动
之一，汇集了来自可持续发
展、城市经济学、技术与环境
工程等领域的重磅专家，旨在
增进与全球顶尖专家的对话
交流，激发推动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探索。论坛紧密围绕粤
港澳大湾区绿色发展、可持续
生态工程和可持续城市建设
等问题展开讨论。

哈佛商学院学者迈克尔·卢卡
（Michael Luca）表示，可持续发展是
一项全球性的挑战，目前世界各地
都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收入不均衡、
生物多样性骤减和极端天气增多等
危机。可持续发展应以提升人类福
祉为目标，具体而言是均衡实现经
济繁荣性、社会包容性及环境可持
续性。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网络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认为，新冠疫情带来了全球范
围内的卫生、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
使可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陷入困
境。对抗疫情需要全球协同合作，每
个国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都负有责
任，各国应通力合作，通过新技术及
全球合作模式，共同推动全人类可持
续发展。

萨克斯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
世界最具创新精神的区域之一，拥
有尖端的科学技术，有能力为智慧
城市提出新的解决方案，展示城市
集群的未来。”他认为，通过高校科
研、企业投资和政府的跨界合作，
大湾区将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
经验。

他提出，大湾区的优势及未来
产学研创新的方向可以概括为六个
方面：一是优秀教育资源与尖端科
技不断汇集；二是医疗保健系统持

续完善；三是能源转换，发展零碳电
力；四是可持续开发用地，保护生物
多样性及淡水资源；五是针对智能
城市进行投资，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六是发展数字化经济。

马里兰大学环境科学中心负责
人彼得·古德温（Peter Goodwin）与
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和空间科学教授
马修·卡恩（Matthew Kahn）均认为，
建设包容、可持续、有韧性和安全的
城市，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
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需要全球协作 大湾区将为世界提供创新经验

期待粤港澳三地探索未来合作新模式
高等教育机构发挥关键作用

采写：本报记者 王晓君
实习生 李美琪

图片：澳门科技大学提供

论坛现场嘉宾互动交流。


